
在5月6日投票给绿党
选Sian Berry（希安·贝里）当伦敦市长

绿党在伦敦议会上代表您的利益

伦敦需要一个新的开始
“伦敦可能是世界上最绿色环保的城市，

也是为未来做好最佳准备的城市。 
携手全新的绿党市长，我们将能共创美

好未来。”
现在，伦敦人都在迫切期待着一个新的开始。
期待着一场复苏，让每个人振奋起来，让大家
享有安全的未来。我们期待着，能将这样一场
复苏骄傲地延续到下一代。

在过去的五年里，Sian Berry（希安·贝里）和
Caroline Russell（卡罗琳·罗素）作为伦敦议
会绿党成员每天都在代表您的利益。

早在危机 发生之前，她们与公民和活动人士
打交道的工作就已经暴露了巨大的问题。

我们的租 房者陷入 绝望之中，无家可归者人
数上升，交通费上涨，妇女和少数族裔人士每
天都在遭受偏见和刑事司法制度的伤害。收

入最低的人群正在挣扎求存，而我们的青年服
务则因为开支削减而大打折扣。

新型冠状病毒的侵袭，暴露了我们制度中最
严重的一些漏洞。但这些制度是可以改变的。

许多事情可以 是截然不同的局面，而代 表着
您利益的绿党市长候选人和议会成员已经为
改变伦敦制定了有力的计划。



尊重每个人的权利，人人有责
绿党将会支持每个人过上不受歧视的生活。我们将会：

 � 支持行动自由、欧盟公民的权利，为终结一切针对移民和难
民的敌对政策而斗争。

 � 确立全市范围的使命——终结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支持性
别多元(LGBTIQA+)公民、年轻和年长伦敦人的权利，并打破
残疾伦敦人所面临的障碍。

 � 通过限制警察权力、对警察问责、停止人脸识别的使用，以及
遏制拦截和搜查的增速，来保护公民自由。

肩负使命，扭转我们的经济
绿党市长是实现真正的绿色复苏的唯一选择。我们将会：

 � 维护商业街和小企业小商户的利益，通过可负担的租金来增
强复原力。

 � 创造绿色就业机会，以便制造、重复利用和修复更多我们在
当地需要的商品和服务。

 � 支 持工人权 益，包括将伦敦的最 低薪资标准 刷新为时薪14 
英镑，以及实施既便于雇主执行也便于员工兼顾家庭的灵活
标准。

 � 通过试行“创意产业自主津贴”(Creative Autonomy 
Allowance)为年轻人提供更多机会——他们可以借助这笔定
期收入，在商业和文化艺术领域开启职业生涯。

绿党主要政策
我们对于伦敦的政策正在全市范围内赢得支持。



付诸行动，创造一个安全健
康的城市
我们的目标是让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安然无恙。我们将会：

 � 制定明确的目标——预防暴力并将谋杀事件降到零，投资于真
正的防范措施来遏止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投资于面向年轻
人的服务来帮助他们更好地发展。

 � 继续努力支持良好的心理健康，使心理健康得到与生理健康
同等的重视。我们将会开辟更多的绿色空间，帮助伦敦人在
他们的社区里互相交流。

 � 通过削减限速和对道路治安的投资，令道路变得真正安全。

 � 通 过设 立覆 盖 全 伦 敦 的 超 低 排 放 区、努力减 少 交 通 拥 堵、 
投资于绿色公交车，使空气变得清洁。

至诚承诺，分享我的权力
绿党相信，我们应该把权力交到人民的手中。我们将会：

 � 在 决 策 过程中聆 听更 多样化的声音，让 更 多的 伦敦 人 真 正
能够对那些与他们息息相关的政策（包括市长预算）发挥影 
响力。

 � 继续努力向政府争取我们针对税务、NHS、教育、刑事司法、
住 房和环境 政 策 的直 接发言 权——就像在 苏 格兰和威 尔士 
那样。



以一个明确的计划推动伦敦
继续前进
绿党希望能让每个人的出行变得更加轻松。我们将会：

 � 减少交通拥堵，撤销Silvertown公路隧道，改为投资于健康
的街道、步行道，自行车道、更好的公交车和新的公共交通
网。

 � 降低交通费用，针对地铁和火车单独设立一个专区，就像我
们的公交车专区那样，令外伦敦的每个人都能节省交通出行
的开支。

 � 加大对健康街道、无车辆街道的投资，打造更安静、更安全、
更连通的社区。

我们将会创造全世界最绿色
的城市
只有绿党市长值得我们托付未来。我们将会：

 � 制定适当的目标，在2030年之前解决气候和生态紧急状况，
并与我们的所有公民一起努力实现这些目标。

 � 保护绿色空间，停止使用农药，改善全市的树林和湿地，并建
设新的公园和更加绿色环保的街道。

 � 在绿色能源和创造新就业岗位方面增加投资，通过改善家庭
供暖和新增拨款来减轻燃料贫困的状况。



关于住房的新思维
我们的构想将会有助于每个人找到一个体面而安全的家。 
我们将会：

 � 让更多房屋进入伦敦人的掌控范围，通过新的投资获得能让
关键工作者(key workers)按照London Living Rent计划租住
的房屋，并为合作社住房(Co-operative Housing)和社区主
导住房(community-led housing)提供更多支持。

 � 通过赋予更多居民投票反对拆迁的权力来防止市政公房的
流失，并成立人民土地委员会(People's Land Commission)，
以便当地的人们自行制定新房计划。

 � 通过与租房者共同努力改善权利和取消在疫情期间累积欠下
的租金，防止出现无家可归的状况。

 � 租金过高，加剧了不平等。绿党市长会不断敦促和推动政府，
直到我们赢得制定伦敦租金控制措施的权力为止。



投投投Sian投投投投

Sian（希安）是伦敦议会成员，在2016年市长
的最后一次选举中排名第三，而且她当时获得
的市长次优选票数比其他候选人都要多。

Sian（希安）说：“我从参加工作以来一直都是
伦敦 人，在这期间我一直是私人租客。我亲身
经历过糟糕的房东、破损的管道和高昂的租金
带来的沮丧。”

“在被选入议会之前，我曾经与全国各地的社区
合作保护环境，为改善交通服务赢得新的大笔
拨款。”

“ 我 取得了不少的成绩，现在我已经准备就 绪，
期待着以绿党市长的身份为大家服务、为我们
的城市服务。”

“在绿党当中，您会发现普通人出身的政客，我
们从政是因为我们深切关心我们居住的地方、
我们的未来、我们的邻居。”

“我们的市民正在迫切盼望着值得信任的人站出
来据理力争。”

“ 本 次 选 举 ，大 家 除 了 用 选 票 投 我 为 市 长 首 
选之外，还可以投票给我们辛勤工作的议会候
选人。”

SIAN BERRY（希安·贝里）- 为您发声的伦敦市长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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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s 
buses work on a one 
zone system – time  
for the tube too.”

Printed by Solopress, SS2 
5QF. Promoted by Nick 
Barnett on behalf of Sian 
Berry & London Green Party, 
all at The Biscuit Factory, 
J215, 100 Clements Rd, 
London SE16 4DG. 

A CLEAR PLAN TO

KEEP LONDON MOVING

JOIN
The Team

Like most Londoners, I depend  
on our buses, trains, trams  
and tube to get around, but  
fares are not fair for everyone.

Right now travelling is 
cheapest for people who  
live in Zone 1 or 2. But those 
who can only afford rent in 
Zones 3 and beyond face 
steeper charges.

This isn’t fair. 

As Green Mayor, I will flatten 
fares and work towards 
a single travel zone for all 
Londoners. 

So that travelling to and 
from outer London isn’t so 
expensive, similar to tickets  
in Paris, New York and Rome.

To get involved in our campaign  
to transform London, contact
team@london.greenparty.org.uk or 
visit www.sianberry.london

 @SianBerry         sian_berry

 facebook.com/sianberrygreen

“ Londoners are crying out for 
a new start. To bring fresh 
thinking to the housing crisis. 
To keep London moving.  
To help create the greenest 
city in the world.”

    SIAN BERRY, GREEN CANDIDATE 
FOR MAYOR OF LONDON

USE THREE VOTES FOR SIAN BERRY 
& THE GREEN PARTY ON THURSDAY 6 MAY

London Assembly – Local

Assembly – London-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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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三票支持 SIAN BERRY(希安·贝里) 
和绿党 5月6日星期四请投票 


